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解玲）為貫徹「中華總商會愛心行
動」關愛社會的宗旨，發揮工商力量，中總愛心行動委員
會及7區聯絡處將於10月至12月期間在全港不同地區舉辦
「中總愛心行動秋冬送暖」活動，服務長者、單親家庭、
新來港人士及少數族裔，為他們在秋冬時分送上關心和溫
暖。
活動啟動禮24日在中總舉行，勞工及福利局常任秘書長

譚贛蘭、社署助理署長馮民重主禮。
中總會長蔡冠深致辭時表示，中總於2009年成立「香港

中華總商會愛心行動」，是鑒於當時金融海嘯對環球經濟
的影響逐步浮現，基層和弱勢社群需要幫助的情況日益增
加，中總便推動建立「愛心行動」，凝聚和傳遞工商界愛
心，並透過籌劃不同公益和關愛活動，向社會上有需要人
士提供適當援助，表達工商界對社會的關懷。多年以來籌
辦了不少慈善活動，包括主辦大型籌款活動、派送溫暖美
食券、贊助工商體驗遊學團，以及為不同社群安排活動
等。「愛心行動」亦設立了「緊急援助基金」，向重大事
故中的受害者家屬提供即時經濟援助，以解燃眉之急。

蔡冠深：發揮7區聯絡處力量
今年，為照顧不同社群需要，中總集7區聯絡處的力

量，透過各地區網絡，在全港不同地區為有需要的人士組
織關懷送暖活動，希望為構建和諧香港盡一分力（見

表）。
蔡冠深感謝社會福利署及多家慈善機機鼎力支持中總秋

冬送暖愛心行動，並預祝活動圓滿成功。出席啟動禮嘉賓
包括中總副會長楊釗、袁武、莊學山，榮譽會長林廣兆、
林銘森，會員聯絡委員會主席余鵬春，愛心行動委員會主
席王惠貞，多區區議員、中總愛心義工、合作機構代表、
聯絡處及愛心行動委員會成員等近百人。

「小母牛競步善行」自2006年以來已是連續7年舉辦
至今籌得約3,400萬港元，協助小母牛於全國不同省份
的扶貧項目發展。競步善行獲中國工商銀行冠名贊助，
透過10人11足慈善障礙賽凝聚團隊精神，分享支持中國
貧困家庭自力更生的歷程，而活動所籌得的善款將撥捐
至小母牛西藏、安徽及四川扶貧項目，向當地貧困農戶
贈送綿羊、小牛和牲牛等牲畜，配合小母牛提供的飼養
教育。

林鄭讚籌款屢創佳績
林鄭月娥致辭說，國際小母牛慈善組織成立超過60

年，在過百個國家進行脫貧工作，而香港分會亦成立超
過10年，好高興得悉近年籌款工作屢創佳績，將香港的
慈善品牌帶到國際舞台。她表示，由她領導的扶貧工作
快將展開，扶貧委員會的宗旨跟小母牛不謀而合，望能
夠做到助人自助的可持續性扶貧工作，大家齊心一致，
身體力行扶助弱勢。
梁錦松表示，國際小母牛過去20年來，協助內地超過

80,000個農戶脫貧，更成功改善他們的自尊及自信，過
去在探訪中親睹好多長者仍然生活在貧窮線以下，年幼
子女又須出外打工，同時要兼顧農活，得不到適當照
顧，他感到十分難過，期望港人續關顧內地農村長者，
通過小母牛扶貧項目助人自助。

伏明霞攜9歲女訪雲南
伏明霞早前攜9歲長女展開雲南山區探訪，她坦言，

行程首日探訪未受助的村落，看到他們的生活環境惡
劣，小朋友更無法得到溫飽，翌日探訪七年前受助的村
落，發現昔日的泥地已經變成大操場，生活條件得到全
面改善。伏明霞笑言，囡囡經過山區探訪後學懂與人分
享，更願意將心愛的簡體字書本，轉贈予當地的小朋

友，期望孩子們透過親身體驗，會更加珍惜眼前的幸
福。
小母牛籌委會主席杜振源衷心感謝各界的支持，強調

競步善行活動由2006年至今，籌得接近3,400萬港元善
款，支持了小母牛多項扶貧工作，「小母牛有這樣令人
鼓舞的成績，表示動物扶貧的理念，得到大家認同，也
證明香港商界行善不遺餘力」。

開幕儀式過後，10人11足比賽的緊湊氣氛將活動推至
高峰，大會今年更特別以模擬農村作為比賽主題，讓參
賽者體驗貧窮農民由開墾荒地到分享收成的苦與樂，從
中領會「禮品傳遞」、「分享與關懷」、「助人自助」等
小母牛精神，而今年活動更得到社會各界鼎力支持，包
括銀行、服務、零售企業及學校自發組隊參賽，凸顯對
中國貧困農村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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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武林鄭月娥梁錦松等主禮 玩10人11足障礙賽
「小母牛」競步籌款扶貧

江蘇邀葡語國家 澳門開工商峰會

中總秋冬送暖惠澤基層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國際小母牛香港

分會昨舉辦「小母牛—中國工商銀行競步善

行2012」10人11足慈善障礙賽，全力宣揚「動

物扶貧、扭轉命運、傳遞禮物、延續關愛」的

扶貧宗旨，中聯辦副主任林武、政務司司長林

鄭月娥、國際小母牛主席梁錦松等主禮。林鄭

月娥致辭時說，小母牛香港分會成立至今超過

10年，近年籌款工作屢創佳績，將香港這個慈

善品牌帶到國際舞台，成功幫助內地更多人脫

貧，扶貧工作做到助人自助，她祝願該會今年

籌款取得空前成功。

■中華總商會愛心行動啟動禮。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中華總商會愛心行動一覽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九龍東區聯絡處 秋日家庭樂遊悠 觀塘新來港及單親家庭200人遊濕地公園兼享自助餐

中西區聯絡處 國際長者日樂在中西區 為240位長者安排聯誼聚餐及多元活動

新界區聯絡處 秋冬送暖愛心探訪 探望護老中心260位長者，送上精彩節目及禮品

港島東區聯絡處 家家歡樂時光 招待基層家庭逾100人遊黃金海岸並於酒店自助餐

灣仔區聯絡處 敬老愛心粵曲欣賞晚會 為區內逾350位長者送上悠揚樂韻

油尖旺區聯絡處 族裔融和顯關懷 為少數族裔家庭逾200人安排遊覽聚餐

深水 區聯絡處 敬老揚孝千人聯歡宴 與區內約1,500位長者聯歡聚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解玲）潮州商
會日前在會所熱烈歡迎前全國政協委
員、原中新社副社長周秉德再度蒞會指
導。周秉德是周恩來總理姪女，此次到
港主要為《魅力．智慧─美國人眼中
的周恩來》大型圖片港澳巡迴展」任主
禮嘉賓，也特別撥冗到香港潮州商會會
見老朋友。陪同周秉德到訪的有周恩來
思想生平研究會主任廖心文、周恩來鄧
穎超紀念館副館長李愛華等。
潮州商會會長周振基，永遠榮譽會

長蔡衍濤、許學之，會員陳益石伉
儷、郭一鳴、陳耀桂，秘書長林楓林
以及香港潮屬社團總會名譽顧問謝喜
武等，分別暢談了對周恩來總理光輝
一生的心得體會。周振基表示，周總
理生前對國家、對人民作出卓越貢
獻，為新中國的外交事業立下豐功偉
績，深受全球華人和港澳同胞敬仰。
周恩來總理的思想品德至今仍備受稱
頌。他感謝周秉德百忙之中抽空到潮
州商會探望老朋友，也代表潮州商會
表示衷心的感謝，並期待今後獲得更
多指導的機會。
周恩來總理於上世紀20年代、30年

代大革命時期曾多次到過潮汕地區，潮汕人民
對周總理懷有深厚感情。2005年12月，「周恩
來青年時代業績展覽」率先於香港潮州會館禮
堂舉行。去年，香港潮州商會及香港潮屬社團
總會又與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等機構，籌辦
《一代偉人周恩來》大型展覽。

陳鳳翔南京總會論人幣業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解玲）香港南京總會於10月
11日假銅鑼灣富豪酒店舉行「專題講座：人民幣業務
最新贏錢之角度暨9月、10月會員生日晚宴」。當日講
座邀得香港銀行學會高級顧問陳鳳翔擔任主講嘉賓。
會長張心瑜，名譽顧問王國強、彭長緯，名譽會長

王志峰等出席講座。張心瑜及公關主任周建新主持。
席間，陳鳳翔以有趣、深入淺出的方式，講述人民

幣業務的未來發展。出席晚宴的會員均專心聆聽講
解，並在問答時間踴躍發問，氣氛熱烈及融洽。陳博
士更提供不少個人投資心得供來賓和會員們分享，與
會者感獲益良多。
當晚，還舉行了會員證書頒贈儀式，由張心瑜頒發

永久會員證書予新會員袁春，該會並為9月、10月的
生日會員慶生，與會者為一眾「生日之星」唱生日
歌，場面熱鬧溫暖。晚宴上，該會更新鮮熱辣播出早
前該會組團前往南京、成都之「南京金秋訪問團暨成
都之旅」的短片，一眾人看得津津有味，每當播放到
有趣或溫馨合照時，眾人都歡呼和應，晚宴在一片歡
樂聲中結束。

粵協查聯絡員培訓班
提升港澳台辦案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通訊員 林俊傑 廣州

報道）廣東省檢察院在國家檢察院學院廣東分院於10
月16日至19日，舉辦了全省檢察機關涉港澳台案件協
查工作聯絡員培訓班，來自全省檢察機關的38位案件
協查聯絡員參加了培訓。據悉，開設此學習班，旨在
提高全省檢察官對涉港澳台跨境案件的偵辦能力。
據悉，本次培訓班邀請到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

中心教授陳麗君、香港廉署執行處總調查主任江炎
坤、福建省檢察院涉台辦副主任王黎華等知名教授及
資深專家授課。授課內容既有宏觀方面的涉港澳台理
論研究成果，又有資深業務專家有關個案協查的實踐
經驗總結。

歐名宇：明確工作規範
多年來，廣東省檢察機關與港澳台執法機構堅持

以「一國兩制」、相互尊重對方法律制度為前提，在
依法協查、對等協查的原則下，不斷拓展和深化協
查合作機制，與港澳台執法機構開展個案協查與互
助。通過多年來的交流和合作，目前廣東省檢察機
關已與港澳有關執法機構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協
查合作機制，並協助內地檢察機關和港澳地區執法
機關成功辦理了一批大案要案，為打擊跨境職務犯
罪發揮重要作用。
廣東省檢察院副檢察長歐名宇表示，希望通過本次

培訓，幫助參訓案件協查聯絡員進一步了解涉港澳台
案件協查工作的原則和規範，進一步加深對案件協查
工作一些重要問題的認識和理解，提高現有案件協查
機制的效率、推進今後案件協查工作的有效開展，以
提升共同打擊犯罪、懲治跨境腐敗的能力和水平，推
動廣東省涉港澳台案件協查工作再上新台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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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潔穎 澳門報道）

「第二屆江蘇—澳門葡語國家工商峰會」19
日在澳門舉辦，江蘇省副省長徐鳴、澳門中
聯辦副主任李本鈞、澳門經濟財政司司長譚
伯源，葡萄牙區域經濟發展副國務秘書恩里
克斯，莫桑比克、安哥拉等6個葡語國家的
駐華大使，巴西駐港總領事等嘉賓出席開幕
式。在開幕式上，徐鳴於主旨演講中提出，
當前江蘇與澳門和葡語國家的交流合作已進
入新階段，江蘇與澳門和葡語國之間的共同
利益不斷擴大，相互需求持續增進，經貿合
作投資前景廣闊。他希望能與澳門和廣大葡
語國家增進共識、搶抓機遇、迎接挑戰，不

斷拓展合作領域，更特別提出要擴大高新技
術、高附加值產品貿易，加強在旅遊、教
育、科技、文化、衛生等方面的務實合作。
與會江蘇、澳門官員、專家學者就江蘇與澳
門及葡語國家雙向投資貿易的政策、前景、
規劃以及風險規避等，為企業界進行了深入
解讀。
此外，江蘇與澳門及葡語國的代表就加

強交流合作達成4點共識，包括將建立更加
緊密的經貿合作關係、持續提升雙邊貿易
水準、 力推動雙向投資，以及積極拓展
新的合作領域。同時，江蘇省政府港澳辦
還和安哥拉工商會簽署了《合作備忘錄》。

軒轅基金河大頒助學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龍、通訊

員 王鳳一 開封報道）香港軒轅教育
基金會河南大學「種子助學基金項目」
簽約暨首發儀式日前舉行，該基金會
發放首批學生資助款15萬元人民幣。
4年內資助總額為60萬元。

羅文春王凌出席儀式
香港軒轅教育基金會主席羅文春

說，「種子助學基金」是新生事物，
整個「基金會」的發展還需要不斷探
索。他希望能夠有更多的社會人士參
與到助學行列中，傳播愛心種子，維

持社會和諧穩定。
河南大學黨委副書記王凌說：「基

金會資金不僅為困難學生提供了物質
與精神幫助，而且對於促進教育公
平，保障學生全面發展等具有積極意
義。」王凌向香港軒轅教育基金會、
開封市政府外事僑務辦公室等相關單
位表達了感激之情。
受助學生代表蔡科娟說，收到基金

會的資助，使自己更加堅信知識能夠
改變命運，自己會艱苦樸素，努力學
習，時刻銘記回報社會，將愛心傳遞
下去。

■周振基(前左三)，蔡衍濤(前右二)、許學之

(前左二)等歡迎周秉德(前右三)。

■南京總會專題講座，出席晚宴嘉賓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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